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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热切关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文明交流互鉴架起人类和谐之桥
本报记者

侨界
关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5
月 1 5 日，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后，巴拿马华商总
会会长黄伟文在微信朋友圈里记下这样一句话。
随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及一系列活动的展

李嘉宝

开，连日来，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热切关注着祖
（籍） 国举办的这一人文盛事。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多位华侨华人纷纷畅谈对习近平主席演
讲的感受，介绍各国文化的多元魅力、讲述交流
互鉴的动人故事。

仅仅是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文化
交流、文明互鉴。泰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国家，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
进，中泰两国间不同形式的跨文化对话将持续
深入，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架起桥梁。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提到，我们
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
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黄伟文又数次念起习近平主席
的演讲金句，由衷感慨道：“习近平主席的演
讲振奋人心、温暖人心，多次引发全场热烈
的掌声。”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不仅覆盖亚洲所有
国家，还向世界各大洲开放，域内外代表
2000 余 人 参 与 。 作 为 其 中 的 一 员 ， 黄 伟 文
除参与开幕式外，还参加了“文化旅游与
人民交往”平行分论坛讨论。“来自各个大
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坐在一
起，就共同关注的话题畅所欲言，增进理
解互信，足以见得本次大会的包容性与开
放性。”黄伟文说。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李昂也有
同感，“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
蕴含着普世价值，不仅适用于亚洲文明，也
对中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不同文明间实现和
谐共生具有借鉴意义。”
近日，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访华并参
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
时，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
差异，应相互尊重，通过对话交流，相互借
鉴，取长补短，这才是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
和谐共处之道。
对此，李昂深有感触：“真正的文明之间
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中国和希腊是东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都是文明古国。中希两
国应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让古老文明在当
代社会焕发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提到，现
在，“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
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俄罗斯
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对此印象深
刻。他告诉本报记者：“当前中俄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水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
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在各领域加
强了对接合作，这正是‘美美与共’的生动
实践。”
“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期待一个
共同繁荣的亚洲”“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
洲”，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期待”概括亚洲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抵人心，引发华侨
华人们的强烈共鸣。
泰国泰中文化产业集团总裁邝锦荣说：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文明具
有全球影响力。亚洲不同文明开展对话交
流，有利于亚洲古老文明的传承与发扬，维
护域内国家间的和谐关系，也有利于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正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标志包
含的寓意——不同文明之间通过交流对话，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弥足珍贵、恰逢其时，是具有首
创意义的重大举措，再次展现了中国开放包
容的大国形象。”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会
创会会长韩东起说，“亚洲各国要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广泛开展
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
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当好中外文明交流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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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9 年 3 月，吴昊 （中） 在参加俄罗斯圣彼
得堡国际教育论坛时，向俄罗斯教科部部长瓦西里耶
娃女士 （左） 介绍自己办的俄文杂志。
图②：2014 年 4 月，李昂 （中） 在第三届中希经贸
论坛上就旅游行业现状和未来发言。
图③：2015 年 4 月，包有增 （右） 在阿曼的投资项
目“阿曼中国城”开业。图为包有增向参加开业典礼
的外宾赠送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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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2019 年 4 月，邝锦荣 （前排右一） 代表泰中侨商联合会与泰
国暹罗大学及广州一家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孵化器项目合作协议。
（照片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了相似的感受。去年 5 月，他曾陪同中国企
业家考察团参观日本京都建仁寺，并在方丈
的邀请下欣赏茶师演绎日本茶道。“当大家对
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日本茶道赞不绝口时，方丈告诉我们，这茶
和茶道，是在唐朝时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
“我至今记得，2009 年，我见到时为皇
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中华文明
太子的德仁天皇时，他能够熟练地背诵李白
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 《将进酒》 中的诗句。另外，日本是目前唯一
体系”“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仁善邻，国之
仍在传承中国古代年号制度的国家。”徐静波
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等思想”……
感慨说，“从古至今，文明交流互鉴推动着亚
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和亚洲国家守望相助的密
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切关系娓娓道来，让生活在亚洲国家的华侨
见证——这是受访侨胞们谈到最多的词
语。他们见证着祖 （籍） 国与所在国传统友
华人们如沐春风。
“早在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国与
谊的现代延续，也见证着“一带一路”倡议
泰国间的文明交流，泰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
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的新动力。
响。直至今日，
泰国民众在生活习惯、
民俗传统、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亚洲各国在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
语言文化等方面仍有
‘中国印记’
。
”
邝锦荣说。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向本报记者分享
合作蓬勃开展。我旅居阿联酋、阿曼近 20 年

了，见证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经贸关
系的迅速提升。”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主
席、阿联酋中正集团董事长包有增告诉本报记
者，
“阿联酋、阿曼是海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
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一带一路’进一步激活了中阿传统友谊，也将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友谊推向新高度。两国
民众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红利，这正是
中阿文明在新时代相得益彰的重要体现。”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
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
”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
澎湃着激动人心的力量，
让邝锦荣连连称赞。
“中华文明不仅深刻影响了亚洲，也影响
了世界，为亚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卓越
贡献。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
升，未来的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邝
锦荣说，“‘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内容不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 坚持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
“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坚
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4
点主张，为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出中国智慧，也
让受访侨胞们深受启发。他们纷纷表示，要
发挥好文明交流之“桥”的作用，为亚洲文
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侨”力。
“习近平主席的 4 点主张言简意赅，阐明
了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交流互
鉴与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的实现路径。”中
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副会长崔庆峰说，“海外
侨胞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天然
使者，可以通过加强与住在国民众的互动交
流，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
贡献。今年，我将和国内相关机构合作，举
办中韩医药论坛，促进传统中医文化与韩国
韩医文化的交流。”
“2018 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超过 1.6 亿
人次，入境游客超过 1.4 亿人次。”这样的数
据让从事国际旅游行业的李昂备受鼓舞。他
正踌躇满志地安排新的工作计划。
“习近平主席提到，中国愿同各国实施亚
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
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这让我充满信
心。”李昂介绍说，
“不久前，我在雅典参与举办
了 2019 年中国电影展和江西省文化旅游推介
会，许多希腊当地民众在现场提了很多问题，
表现出对中国流行文化和旅游景区的浓厚兴
趣。希腊政府对旅游业的扶持力度很大。现在，
来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今后，我
要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接待服务能力，发挥好旅
游业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邝锦荣说：“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与亚洲
及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桥梁纽带
作用。我所在的泰中侨商联合会和泰中文化
产业集团，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布局参与大
湾区建设，计划在广东省江门市兴建一座融
合泰国文化元素，具有侨乡文化特色的‘泰
中侨商文化产业园’。希望借这一产业园吸引
泰国侨商、侨企，加强与侨乡江门的沟通与
联系，共同推动中泰文化交流，让中华文明
与东南亚文明相互交融，相互辉映。”
“海外华侨华人了解住在国的国情和文
化，能够直接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补性，
也能够用当地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进
行文化交流，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无可替代的。”韩东起说，“我经营的中塔文
化产业发展交流中心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
动，如首届中国风筝文化节、中塔美食节
等，还与塔吉克斯坦国家旅游局签署了多项
友好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在文化旅游领域展
开全方位合作。”
徐静波说：“我在日本创办了专门宣传报
道中国经济与文化最新消息的日文报纸 《中
国经济新闻》，同时也通过‘日本新闻网’和
喜马拉雅电台、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自媒体
平台，用中文讲述日本的故事。”

本报电 （徐佳佩） 近日，浙江青田侨界献礼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米 《青田华侨史美术长卷》
创作研讨会在青田县文化会展中心召开 （下图）。
据了解，该长卷画作将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权威书籍 《青田华侨史》 为创作蓝本，由画家李
国昌用中国画技法倾情绘制。画作总长 70 米，共分
十卷，创新采用青田石研、磨、筛、滤制成矿物颜

料入色，画作内容涵盖具有青田代表性的人物、故
事、山水、建筑，生动描绘青田华侨艰难困苦、前
仆后继、艰苦创业、忠于祖国、反哺家乡的故事。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创作思路、创作特
点、创作意义等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为此鸿篇巨制
建言献策。与会人员提出，要深入理解青田绿水青
山的底色和侨石文化融合的本色并融入到创作中；
要以华侨爱国爱乡为主基调，以时间为序体现华侨
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要精选典型的人物、故
事、山水、建筑入画，丰满作品的情景内涵；要以
石入色，以侨赋魂，全力创造思想与艺术、形式与
内容完美统一的艺术佳作。
“这幅作品是青田华侨发展的缩影，是致敬青田
华侨之作，更是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作！我有
信心也有责任把这幅画创作好。”画家李国昌介绍，
他从 2013 年开始构思作品前期思路，还查阅了大量
青田华侨历史资料、采访了上百名华侨代表激发创
作灵感，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讲述青田故事，传承华
侨精神。

莆田海带获丰收

青田长卷画作献礼国庆

侨情乡讯

每年 5 月
前 后 ，福 建 莆
田南日岛的海
带进入收成季
节。近日，渔民
们在南日岛沙
滩上晒海带。
陈冬松摄
（人民视觉）

